产经

资讯 06

责编/侯海影 美编/徐璇 校对/麦洁玲
2018 年 6 月 29 日 星期五

2018 春季第十八届中国（中山）国际茶业博览会落下帷幕

为中山市民带来一场茶业盛典
商报讯（记者 李红 徐璇
摄影报道）6 月 24 日，由中山
市茶业协会、中山日报报业
集团、东莞市亿群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 2018 春
季第十八届中国（中山）国际
茶业博览会（下称“中山茶博
会”
）落下帷幕。茶博会为期
4 日，期间，中山市民可选购
大量原产地名优茶叶茶器茶
具，还可以欣赏到传统文化
演出，享受一场来自茶行业
的盛典。
中山茶博会展会面积达
1 万多平方米，设置展位 500
余个，汇聚了全国以及东南
亚地区 300 多家优秀茶企，提
供各地名优茶叶茶具和工艺
品，还组织了多场具有浓厚
传统文化特色的品茗、茶艺、
茶文化表演，以及旗袍秀、礼

仪 走 秀 、古 筝 演 奏 、瑜 伽 表
演、时装秀和可爱的少儿艺
术表演，为市民带来味觉和
视觉的双重享受。
本届茶博会共吸引了全
国各地包括云南普洱、福鼎
白茶、安化黑茶等名茶产地
厂家，以及东南亚、港澳台地
区知名茶商等 300 多家茶企
参展，整体参展数量与去年
持平。参展的茶具、紫砂、陶
瓷、工艺美术品、收藏品等则
主要为国内知名的江苏宜兴
紫砂壶、江西景德镇陶瓷、广
西钦州坭兴陶、云南建水紫
陶、福建建阳建盏等原产地
茶器，其中宜兴更有近 100 名
工艺师携带近 10000 件紫砂
精品前来参展。
据中山市茶业协会常务
副会长李伟泉介绍，中山是

本届茶博会吸引全国各地多家茶企参展。
珠三角西岸最大的茶叶消费集
聚区，与珠三角中部的广州、东
部的东莞呈现“三足鼎立”的态
势。在中山常住人口中，
“茶
人 ”的 占 比 高 达 30% 左 右 ，茶
叶、茶具、茶工艺品及相关茶产
品行业发展较为成熟。依托中

山市浓厚的茶文化氛围、珠三角
茶叶集散地的重要地位，中山茶
博会目前已成功连续举办 18 届，
并成为中山茶叶行业与国内外
交流、合作的良好平台，为广大
茶叶厂商寻求合作和打造品牌
提供了广阔空间。

携手时代中国

萍也在现场与大家分享了热爱
自然、返璞归真的生活观。
记者了解到，作为近年来
时代地产在东区市场打造的首
个住宅项目，同时也是时代中
国在中山市场的第 6 个项目，
时代云来位于东区三溪村（远
洋天曜组团旁），定位为城央低
密度高端商住项目。该项目东
邻远洋城别墅区，南看五桂山，
北为紫马岭公园，项目占地约
4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9.6 万
平方米，容积率约 2.0。主打产

慧园二期项目现场观摩交流会
举行。来自新区相关部门负责
人以及新区内 40 多个建筑施工
工地的相关负责人，
共百余人参
加了此次活动。
中山翠亨智慧产业园规划

品面积段约为 115 至 175 平方
米的小高层、高层洋房。据时
代中国中山公司副总经理范屹
滨介绍，该项目邀请国际知名
建筑设计大师余霖执笔商业设
计，公共空间配备了阳光健身
房、无边际泳池、水下会客厅
等，外加多层次的园林设计，园
林会客厅、社区图书馆、全天候
康乐设施等等，力求让空间美
学与实用功能进行巧妙融合， 库将成为中山首个全配备新能
使建筑心态回归比例美学。值 源车充电桩的小区停车库，超
得一提的是，项目的地下停车 前满足新能源车发展的需求。

占地 205 亩，
产业园分为产业开
发区和产业配套区。据公共建
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6
月是全国的安全生产月，也是
新区内建筑工地加强安全生产
宣传和监查的月份。目前，新

商报讯（记者 梁展宏）记者从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
今年7月1日，
中山
将完成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2018年年度结
息工作。据市公积金中心方面介绍，
按照当
前缴存数据预估算，
本年度将为接近60万缴
存职工账户结付利息约1.5亿元，
平均每个账
户将收到250元的利息
“红包”
。
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缴
存住房公积金利息是按照一年期定期存
款基准利率计算。每年 7 月 1 日之后，市
民可查询公积金账户，了解自己住房公积
金年度结息额。职工住房公积金每年结
息一次，结息日为 6 月 30 日，计算期为上
年 7 月 1 日至本年 6 月 30 日。公积金结息
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上年余额结转部
分，另一部分为当年每月缴存部分。结息
后，住房公积金利息将转入住房公积金本
金，所得利息并入本金起息。
在结息工作完成后，中山公积金缴存
人可以通过登录公积金个人网上办事大
厅、手机 APP 查询个人明细账，也可通过
“中山公积金”微信公众号下方的“在线查
询”
——
“结息对账单”
一键查阅结息金额。

2018年度广东建设
工程金匠奖出炉

翠亨新区举行建筑施工现场观摩交流会
商报讯（记者 闫莹莹）6 月
25日，
由翠亨新区管委会和翠亨
新区公共建设局共同主办的，
以
“生命至上，
安全发展”
为主题的
翠亨新区2018年建筑施工
“安全
生产月”
活动启动仪式暨中兴智

我市住房公积金缴存人
将获派利息

火炬区、石岐区、南区三楼盘上榜

“孔雀公主”杨丽萍亮相中山
商 报 讯（记 者 梁 展 宏 摄
影报道）近日，由时代中国举办
的“时代云来产品发布会暨杨
丽萍见面会”在东区希尔顿酒
店正式举行。当日的活动以会
展级别的场馆布置与演艺环
节、专业感染力的项目推介，打
造出近年来中山少见的集艺术
与商业于一身的项目发布会。
此外，作为单日活动的重头戏，
国内知名舞蹈艺术家杨丽萍携
爱徒亮相中山，后者也现场演
绎了《雀之灵》经典舞蹈。杨丽

合共约 1.5 亿元

区内有 30 多家企业，建筑工地
有 40 多处，有许多项目还是省
市的重点工程，安全监管是重
中之重。新区每月开展两到三
次左右的巡查工作，排查建筑
工地的安全隐患。

商报讯（记者 梁展宏）日前，广东省
建筑行业协会公布了 2018 年度广东省建
设工程金匠奖名单。记者获悉，中山共有
三个楼盘项目上榜，分别是火炬区万科柏
悦湾花园二期、石岐区幸福汇名苑二期、
南区悦盈新城花园三期。
据介绍，广东省建设工程金匠奖是广
东省建筑行业工程质量的最高荣誉奖，每
年评选一次。评选对象为中国建筑施工
企业在广东省境内承包施工的，并已经建
成投入使用一年，其质量达到省内一流水
平的各类工程，主要包括：房屋建筑工程、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工业设备安装工程及
铁路、交通、水利、电力等专业工程。获得
2018 年度广东省建设工程金匠奖的共 45
项工程项目，省建筑行业协会将对获得金
匠奖工程的承建、参建、监理单位和建造
师、项目总监予以表彰和颁发证书，并在
广东建设信息网、广东省建筑业协会网站
和相关报刊公告表彰。

资源整合 互促共赢

韶关商会为招商搭建桥梁
6 月 20 日，
“ 善美韶关、商
机无限”2018 广东·韶关（中山）
招商推介会在中山利和希尔顿
举行。韶关市政府带领相关部
门与东莞韶关对口帮扶指挥部
到中山推介招商项目，300 余
嘉宾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推
介会是中山市韶关商会受东莞
韶关对口帮扶指挥部、韶关市
商务局委托承办，目的是搭建
中韶两地经济发展桥梁，推进
韶关招商。韶关市现代农业、
机械装备、民宿民居、智能公厕
和丹霞山水扩大生产等受到来
自各商会的企业家代表青睐。
韶关市副市长、东莞韶关

对口帮扶指挥部副总指挥陈磊
表示，近年来，韶关市委市政府
抢抓机遇，主动融入珠三角服
务大湾区，着力于打造韶关的
装备制造、旅游文化、大数据、
商贸物流、医药健康、现代特色
农业等六大“新兴支柱产业”，
努力打造珠三角先进装备制造
业基地、珠三角旅游休闲度假
首选地、珠三角优质农产品生
产供应基地、高效联通珠三角
和内地的商贸物流集散地。
中山市韶关商会会长曾国
锋表示，
商会是连接政府与企业
的纽带，
韶关和中山两地各有发
展优势，
商会将善用平台进行优

2018 广东·韶关（中山）招商推介会现场。
势互补，
充分发挥中山的经济潜
力和韶关的资源优势，
与中山各
商协会联动，
抱团发展。
招商会上，韶关市委市政
府在中山市韶关商会办公地挂
牌成立“韶关市人民政府驻中

山招商联络处”，韶关装备园咨
询服务有限公司与中山市韶关
商会共同签署了战略合作协
议，以发挥“资源整合、互促共
赢”的作用。
刘红梅 陈晓 杨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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